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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	 明斯特大學	 University of Münster	

位於德國北萊茵-威斯伐倫州明斯特市的明斯特大學（簡稱 WWU：學校德語為

Westfälische Wilhelms-Universität Münster）是一所公立大學，同時也是德國 大

的大學之一，目前設有八學院：新教神學學院、天主教神學學院、法學院、經

濟學院、醫學院、哲學院、自然科學和數學學院及音樂學院。這座城市除了明

斯特大學還有一所明斯特應用技術大學，學校的建築散落在城市各處，形成了

大學城。	

§	 準備：前中後 

一旦確定得到交換學生的資格後，要處理的事情非常的多，我將該處理的事情

分為三部分，以列表方式統整，也希望能對未來想去德國交換的同學有所幫

助。以下資訊為 2017/09~2018/02 所適用，同時會附上某些單字的德文，可作

為關鍵字自行上網搜尋更多相關資訊。 

出發前	

• 登記宿舍：到 Studierendenwerk 網站登記，每月會寄 email 通知，必須在規

定時間內點擊連結確認還要繼續等待宿舍。 

• 辦簽證：若同一學校有五人以上要去同個學校交換，必須申請團體簽證，

先寫信向德國在台協會預約時間後，再一同前往辦理簽證。 

• 限制提領帳戶及公證：網路上有許多如何辦理限制提領帳戶的心得文，但

並沒有提到必須注意開戶時間，建議同學們算好實際待在歐洲的時間，若

只待五個月就填五個月就好，時間開的較長的話，想在離開前關戶會「非

常麻煩」。另外不太建議辦德意志銀行的帳戶，原本市區可以去銀行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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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TM 領錢，但放置 ATM 的區域已被拆除。建議辦理 Fintiba 後再到當地

Sparkasse 開戶，Sparkasse 的規模比德意志銀行大多了，在德國各城市間也

有很多分行及提款機。 

• 辦理保險：上網申請 Mawista，只要上網填寫相關資料便能申請，非常便

利。 

抵達：	

• 買交通票卡或是腳踏車：明斯特並無輕軌或地鐵，交通方式多以腳踏車及

公車為主。在拿到學期票卡 Semester ticket 前若想搭公車，可以去

CityShop 買類似悠遊卡的儲值卡片，會比每次買單程票便宜很多，有很多

種類的票卡，詳情請上 Stadtwerke Münster。想要購入腳踏車的話，不一定

要在腳踏車市集買，因為單價較高較貴，可以上臉書搜尋當地二手拍賣社

團再購入。 

• 搬入宿舍：若在出發前確定得到宿舍，可以再出發明斯特前寫信至

Studierendenwerk 和相關人員預約面談時間，處理宿舍相關事宜並約好拿鑰

匙時間，由於初抵達德國時銀行帳戶尚未激活，可以先帶多一點現金，第

一個月的房租及押金可以用現金支付。另外提醒。拿到的房屋合約中，有

張和 wifi 機有關的文件，可以先拍好以防遺失，尤其有欄寫著 Pers.-Nr.，

是指你的帳號，到時候退還機器時會用到。 

• 入籍（anmelden）：攜帶房屋合約至 Stadt muenster 填寫相關文件辦理。 

• 密切關注電子郵件：學校會以 email 方式通知許多事情。很多活動名額有

限，必須儘速報名。另外有為期三週的語言課程，此次是以 email 方式回

覆，也是早報名者才能得到資格。 

• 參加新生說明會：會講解課程相關事宜、如何報名體育課及學期活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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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註冊：學校會通知需要文件及地點 

離開： 

• 退籍（abmelden）：至 Stadt Muenster 告知要退籍，抽號碼牌等待後，簽署

相關文件即可。 

• 關戶：帶著退籍的文件至銀行關戶。經驗分享：這次加上我一同到明斯特

交換的同學共有六位，因為當初不確定停留時間，我們帳戶都多開了一個

月，而六位中只有一位順利在離開前在銀行現場關戶，其他人試了兩三次

都失敗， 後只好在離開前將關戶表格寄到規定地址。若還是想在離開前

領回現金，必須去移民局找移民官，申請相關文件再去銀行關戶。 

• 取消保險：寫 email 給 Matwista 告知要取消即可。 

• 寄回 wifi 機（Retoure）：上網搜尋 Unity Media Retoure 後，點選 Für 

Kunden aus NRW，接著填好資料再列印出來（其中的 Kundennummer 為帳

號，在當初合約中關於 wifi 那張上有）， 後印出的這張紙為

Rücksendeschein，貼在當初 Wifi 機的紙盒後，再至郵局寄回即可。 

• 處理成績抵免：每堂課結束後會發授課證明（Schein），可以掃描給相關單

位或拿正本及上網列印表格至國際處蓋章，回東吳後便能以此作為抵免學

分的證明。 

• 打掃宿舍並交還鑰匙：要預約檢查時間，尤其接近月底 Hausmeister 將會更

忙，須提早預約， 後記得留下台灣帳號資訊才能收到押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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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	 課程介紹	

學期開始前有三週密集語言課程，課程開始前必須參加分級測驗 C-test，課程

中可能會有校外參觀（Exkursion），可以參觀城市博物館或圖書館，課程會依

不同等級及授課老師有所不同。 

學期中的課程則可大致分為三種類型：講座課（Vorlesung）、實習課

（Übung ）及研討課（Seminar）。講座課為大班制，主要是老師在前講授。實

習課為配合主要課程，可能為考試或講解題目。研討課通常為小班制，通常需

要口頭報告或團體報告。 

此外學期中也能參與語言中心（Sprachenzentrum）的課程，依語言測驗的分

數，不同級別的課程多寡也不同。較特別的是，除了德文外也能參與其他語言

的課程，但不論選擇何種語言，若不是選擇初級 A1.1 的課程，都必需參與語言

分級測驗 C-test，而不同語言的測驗時間也不同。 

除了上述課程，還能選擇體育課，不同的課報名時間也不同，有些熱門的課很

快就會被搶光。另外體育課的費用並不包括在註冊時繳交的社會貢獻費內，需

以德國的銀行帳號付款。 

§	 生活注意事項	

• 在德國生活， 重要的便是要保管好鑰匙，由於一個鑰匙能開啟宿舍大門

及自己房間的門，弄丟會非常麻煩，而且請鎖匠或重打一份鑰匙的費用都

很高。 

• 在德國，星期天商店是不營業的，只有餐廳、咖啡廳、雜貨店或火車站內

一些商店會營業，若有需要的東西要在星期六就先買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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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學生餐廳 Mensa：可用學生證進行加值，拿完餐點後再用學生證付款。 

• 電話卡：現在在德國購買預付卡，必須進行身份驗證，可至商店開通或在

家用 wifi 視訊驗證。在德國期間我使用的電信為 aldi talk，相對其他電信

而言網路較便宜，但也時常遇到加值的錢莫名消失的事情。 

• 點數回饋卡（payback 卡）：申請此卡片是免費的，可以至超市 Rewe 索

取。之後便能在 Rewe 超市及各式連鎖店使用，累積的點數可以換成超市

折價券或上官網加價換實體商品。  

• Karstadt 會員卡：Karstadt 為德國大型連鎖百貨，免費申辦此卡後，有些東

西能以九折購入，或是能用會員價買到，尤其是像鍋子濾水壺等。 

• Rossmann App：Rossmann 為生活藥妝店，下載此 App 後會有九折券和其

他折價券可供下載。 

• 加入臉書社團：德國台灣同學會、德國日常生活潛規則、德國超市分享⋯⋯

等社團並善用搜尋的功能，可以解答很多問題 

§	 輔導機制及獎補助 

在抵達德國前，學校會以 email 通知你的 Buddy 是哪位，以及你的組別。抵達

得過後參與 Buddy night 就是依組別進行活動。但其實 Buddy 的好壞都是看運

氣，很多 Buddy 能提供的幫助並不大。除了依賴 Buddy 外也能和其他國際生一

起交流資訊。 

非歐盟學生可聲請 STIBET Scholarship，每月能得到 250 歐的補助，能拿到幾

個月是看學校的分配。在學期結束前。須繳交獎學金的心得給相關單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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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	 學校活動	

學校會舉辦許多活動，大多是派對。有時也會舉辦一些週末旅遊。下圖為和國

際生一同到柏林旅遊的合照。 

 

在學期將結束時，慣例會舉辦 International Dinner，來自不同學校的交換生會各

自準備菜餚。今年的國際晚餐非常多人踴躍參與，幾乎把會場都擠滿了，可以

看到大家爭食的畫面，雖然場面很混亂但也很有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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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	 旅遊	

歐洲各國間交通來往非常便利，難得來到歐洲，把握機會到各國旅遊是很好

的。可以善加利用明斯特的學期票卡（Semester ticket），能夠在北萊茵聯邦免

費搭乘公車、S-Bahn、U-Bahn、Tram 等，除了北萊茵聯邦也能到達邦外的一些

城市，可以上學生會 Asta 的網站上查詢相關資訊。有了學期票卡，真的能替旅

遊省下很多錢，只要善加研究搭火車的方式，便能結合學期票卡、巴士、火車

甚至搭廉航到各個國家。除此外，也需要一些規劃旅遊的小工具，如德鐵的

DB App、德鐵的會員卡 Bahncard（若只待一學期，可購入試用版）、Go Euro

（只要輸入出發地及目的地，便能一覽搭乘火車、公車及飛機的價錢，非常方

便）。此外，有時候各地國鐵或鐵路特價的票無法被 go euro 搜尋到，可以加入

許多背包客的臉書社團，有時候可以看到相關資訊。或是提早購入火車票，也

是個省錢的好辦法。 

後提醒不要在火車站的 Reiseburo 換錢，匯率不是很好，以及 重要的就是旅

途中的人身安全，許多地方治安不佳，必須小心扒手。 

§	 結語	

當初是為了想增進德文而決定來德國交換的，但除了德語進步外，也結交了些

不錯的朋友，同時間英文也進步了許多。在這學期中，我盡可能地走訪各國，

除了德國境內各個城市外，還去了冰島、比利時、義大利、荷蘭、奧地利及匈

牙利。途中認識了很多人，和來自不同國家的人聊天及交流彼此的想法，那些

收穫是在我過去的人生從未有過的。若我當初沒有下定決心成為交換學生，可

能永遠無法得到這些體驗，謝謝一路上曾幫助我的人們，也謝謝東吳當初能給

我這個機會。 


